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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昵称乱象多

假冒党政机关误导公众，如“中
纪委巡视组”；假冒媒体发布虚假新
闻，如“人民日报”；假冒名人包括外
国元首，如“普京”、“奥巴马”；名称
和头像包含淫秽色情内容……近年
来，随着我国网民规模已跃居世界
第一，账号乱象日益突出。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移动网
络管理局负责人徐丰表示，账号乱
象已成社会公害，社会各界反映强
烈，广大网民深恶痛绝，整治账号乱
象迫在眉睫。

对于这些令人“闹心”的账号乱
象出现的原因，中国传媒大学文法
学部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四新认为，
早期互联网发展是支持完全匿名
的，一开始就形成了账号名称“想用
什么就用什么，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的局面。一些互联网企业为了吸引
用户，同时考虑其管理成本，往往注
册流程太过简单，对用户信息的审
核也比较宽松。

王四新表示，除了有些网友出
于“博人眼球”的目的起一些哗众取
宠甚至违法违规的昵称，也有一些
人通过网络匿名性的特点和审查漏
洞，谋取一些不正当利益。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
律中心主任李欲晓说：“我国网络井
喷式发展的同时，许多规则没有建
立起来。网信办出台账号十条，规

范管理账号乱象，不仅有利于网络
空间的长远发展，更能保护广大网
民的个体利益。”

谁来治理？怎么治理？

此次“账号十条”中规定，公众
上网使用的昵称“九不准”，即不准
违反法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
团结、散布谣言、侮辱诽谤他人等。
有网友指出，这些标准似乎都不够
细化，具体执行起来存在拿捏度的
问题。对于一些“擦边球”的现象如
何处理？

“我们重点强调，企业要落实互
联网账号名称管理中的主体责任，
配备与其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
员。”徐丰表示，单靠政府部门的力
量，实现对网络监管的全覆盖是不
可能的，要发动广大网民参与到网
络生态的治理中来。

王四新建议，可以建立一个多
方参与的解决机制，政府引导，行业
自律，同时发动广大网民积极参与。

“账号十条”出台后，新浪微博
随即发布公告，承诺将进一步加大
清查和打击微博昵称、头像中的违
法侵权行为，欢迎广大网友参与举
报，“对于确认违规的账号，将在 24
小时之内予以处理”。同时呼吁，

“互联网公司对违法侵权行为，采用
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策略。”

徐丰表示：“对于网友的申述和
举报，如果互联网企业没有受理，国

家网信办所属的中国互联网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将 24小时受理
社会举报。”

“全网实名制”要来了？

“账号十条”的出台，对净化网
络空间，绝大部分网友都是乐观其
成的。同时，也有一些网友担心，此
项规定的出台是否意味着“全网实
名制”的到来？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
新表示：“网友珍爱的私人空间和使
用昵称的权益应受到尊重，出台这
项规定不是来强行推广全网实名
制，更不是把网民五彩缤纷的个性
强行整齐划一。”

徐丰强调：“此次规定是针对前
台账号名称的乱象进行治理，关于
后台的真实身份信息管理，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
相关决定已有明确规定。政府的政
策依然是‘后台实名，前台自愿’。”

“随着技术的发展，事实上已经
完全具备了网络个人真实信息管理
的条件。”王四新说，“账号十条”的
出台，并不意味着全网实名制，只是
在后台实名的基础上加强前台的管
理。

对于后台实名之后，相关个人
真实信息会不会被泄露和盗用的担
忧，徐丰强调：“企业要严格依法保
护用户信息及公民个人隐私。”

（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综合新华社电 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2月 3日发布视频，称被俘
约旦空军飞行员马阿兹·卡萨斯
贝已被处死。约旦政府则在 4 日
以牙还牙，将“伊斯兰国”此前要
求交换的女囚赛义达·里沙维处
死。

“伊斯兰国”3 日在社交媒体
上上传了据称是约旦空军飞行员
卡萨斯贝被烧死的视频。画面显
示，一名被认为是卡萨斯贝的男
子站在一个黑色铁笼子里，然后
被纵火点燃。约旦军方当天晚些
时候发表声明，对卡萨斯贝遇害
表示沉痛哀悼，并表示军方将采
取强有力的报复行动。

据约旦电视台报道，卡萨斯
贝可能早在上月 3日即被“伊斯兰
国”杀害。

约旦内政部 4日发表声明说，
约旦当天早晨已将“伊斯兰国”此
前要求交换的女囚里沙维处死，
同时被处死的还有一名“基地”组
织成员。里沙维参与了 2005年 11
月发生在约旦安曼商业中心区的
系列自杀式爆炸袭击，袭击导致
60 多人遇难。2006 年，里沙维被
约旦方面判处死刑，但并未立即
执行。

卡萨斯贝驾驶的战机去年 12
月在叙利亚境内坠落，他本人也
被“伊斯兰国”劫为人质。上月下
旬，“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提出用
关押在约旦的里沙维来交换他们
手中的一名日本人质，但约旦方
面随后回应说，约旦政府可以考
虑释放里沙维，但必须确保约旦
飞行员卡萨斯贝获释。

起网名有“九不准”“换马甲”别太任性

“账号十条”剑指网络昵称乱象
2月 4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

《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规定共十

条，对公众上网注册或使用的账号名称（包

括头像和简介等注册信息）进行规范，明确

规定网上昵称的“九不准”。

新华社发

“伊斯兰国”杀害
约旦飞行员
约旦以牙还牙处死涉恐女囚犯

意大利新总统就职

视觉 新闻

2月 4日，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炉山镇茶场的工人们
在茶园松土、除草。当日是二十四节气的“立春”，我国大
部分地区开始了春耕生产，田间地头一片繁忙景象。

2 月 4 日，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蕉赖地区的一间庙宇外
挂起红灯笼。当日是立春，马来西亚吉隆坡许多地区纷纷
挂起红灯笼，准备迎接羊年的到来。

2月4日，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将“福”字送到旅
客手中。当天，民警来到动车车厢，用有奖竞猜、送福字等方
式与旅客互动，祝旅客旅途愉快、平安到家。 均为新华社发

综合新华社电 2 月 4 日 10 时
56分，台湾复兴航空一架ATR－72
轻型民航客机在执飞台北至金门
航线时失事，坠于台北市与新北市
交界处的基隆河。机上共有 58人，
其中 31 人为大陆游客。至 4 日 22
时，事故已造成 25人死亡、15人受
伤，另有 18人失踪。

飞机撞高架桥后坠河

据了解，台湾复兴航空 GE－
235次航班 4日上午从台北起飞前
往金门，机上共有 53名乘客和 5名
机组人员。起飞后不久，飞机疑似

因机械故障撞到高架桥后，坠落在
台北市与新北市交界处的基隆河
中。

4 日中午，记者赶到事发现场
基隆河一带，一路上看到路边停放
着成排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车，
多名穿着潜水服的搜救人员带着
氧气瓶向河边跑去。

记者看到，失事飞机整个机头
都已没入河中，只有一小部分露出
水面，靠近机舱出口的位置围满了
救援人员和救援船只，部分得救乘
客正在接受心肺复苏按压。当天
台北气温较低，空气里弥漫一股油
烟味道。消防局救灾大队的抢救

部署板上，实时更新着被救出人员
的最新数字。

指挥现场救援的台北市消防
局代理局长吴俊鸿说，有一些乘客
从上游漂到了下游，生还情况不乐
观。下午 4 时许，救援人员在机尾
处找到两具“黑匣子”，将第一时间
送回实验室。

在距离事发地不远的马路边，
停放着一辆出租车，前挡风玻璃粉
碎脱落，发动机盖也被掀起。该出
租车车队负责人张妙寿告诉记者，
这辆出租车原本在高架桥上由东
向西行驶，突然被坠河飞机的机翼
扫到，当时车上除司机外，还有一

名女乘客，两人都被送医，司机伤
势较重。

大陆乘客已知6死3伤

台湾民航主管部门最新消息，
截至 4日 22时，事故共造成 25人罹
难、15人受伤。其中已知大陆游客
有 6人罹难，3人受伤。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
办事处向记者证实，失事飞机上共
有 31名大陆乘客，包括 2个厦门旅
行团（一团 16人、一团 11人）及 4名
个人游乘客。

事故发生后，国台办、海协会

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通过台湾陆委
会、海基会了解事故情况，表达对
机上乘客的关心、慰问和对遇难同
胞的哀悼，并要求全力抢救包括大
陆游客在内的两岸同胞。工作组
已紧急赴台。

两家厦门旅行社也迅速开启
24小时家属联络电话，并安排地接
社人员携带电话等通讯设备至每
家 医 院 及 航 空 公 司 实 时 跟 进 信
息。据悉，坠机航班上的部分大陆
乘客家属正在办理赴台手续，有些
家属在 5日即可抵台。

失事机型10年8次出事

据了解，这是复兴航空时隔半
年发生的又一起坠机事故。2014
年 7月 23日晚，复兴航空的 GE222
航班在澎湖县西溪村坠毁，造成机
上 48 人罹难，失事飞机型号也是
ATR－72。而综合台湾媒体报道
和台湾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报告，
近 10 年间复兴航空公司已发生 8
起ATR－72机型飞行事故。

ATR 支线飞机可载客 50－74
座，目前运营于 9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180余家航空公司。ATR公司由
空中客车集团和意大利阿莱尼亚
航空工业集团共同成立，双方各占
50％ 股 份 。 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ATR 公 司 共 计 交 付 了 754 架
ATR—72 型飞机。该款机型主要
客户是支线航空公司，凭其低运营
成本和低排放量获得了短途运营
商的青睐。

复兴航空公司是台湾第一家
民营航空业者，于 1951 年创立，主
要经营台湾地区航线、两岸航线和
短程国际航线，目前是台湾第三大
航空公司。

事故发生后，复兴航空召开记
者会，执行长陈欣德率领其他公司
高层，针对此次飞机失事向乘客、
家属以及社会大众鞠躬道歉。

台湾复兴航空班机坠河
已造成 25人遇难 另有 18人失踪

2月 4日，救援人员在台湾复兴航空客机失事坠落现场救援。 新华社发

2 月 3 日，在意大利罗马，新当选总统马塔雷拉（中）在宣誓就职
后发表演讲。在此前进行的总统选举第四轮投票中，民主党推举的候
选人，现年 73岁的意大利前副总理、现任宪法法院法官塞尔焦·马塔雷
拉当选新一届总统。 新华/法新

据新华社伦敦2月 3日电 英
国议会下院 3日投票允许利用“一
父两母”3 人基因共同育子的技
术，以减少某些严重遗传疾病的患
病风险。英国因此有望成为世界
首个允许“三亲育子”的国家。

英国广播公司 3日报道说，新
技术在议会下院获得支持后，议会
上院将举行投票，如果通过，这一
技 术 将 率 先 在 英 国 获 得 合 法 地
位。世界首个“三亲婴儿”则有望
在 2016 年出生，英国每年预计将
有 150对夫妇因此受益。

线粒体是独立于细胞核的细
胞器，拥有自己的遗传物质，且只

通过母亲遗传。英国每 200 名新
生儿中就会有一人患与线粒体缺
陷相关的疾病，如肌肉无力、肠道
功能紊乱和心脏病等。全世界每
65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人存在严
重线粒体疾病，其后果包括失明、
心力衰竭乃至死亡。

“三亲育子”技术可将来自父
母的基因与一位女性捐赠者的健
康线粒体相结合，避免缺陷线粒体
对下一代造成影响，并将健康基因
传递下去，而这位女性捐赠者的基
因只占新生儿总基因的 0.1％。

对于这项技术，英国宗教界表
示激烈反对，政府则持支持态度。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4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4 日在人民大会
堂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举行
会谈。

习近平指出，去年 7月，我对阿
根廷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我同
你共同宣布建立中阿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就加强两国各领域互利友好
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在双方共同努
力下，我们达成的共识正在变为现
实。中阿互利友好合作的新成果为
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我
对中阿关系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习近平强调，中阿同为重要的
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应该密切交流
合作，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
战。两国要加强全方位交往，深化
务实合作。要建设好现有的铁路
和水电站等重点项目，积极开展基
础设施建设、农业、能源、矿产、装
备制造等领域合作，将核电作为下
阶段重点合作领域加以推进。要
加强海关和质检交流，推动双边贸
易健康稳定增长，继续加强金融合
作，执行好本币互换协议。中方欢
迎阿根廷企业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企业赴阿根
廷投资兴业。中方愿同阿方加强
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
十国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等
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的协作。

克里斯蒂娜表示，阿方高度重
视加强与中国深化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希望双方合作结出更加丰硕
的成果。当前阿中合作建设的基
什内尔－塞佩尼克水电站是阿根
廷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水电站，阿方
希望同中方开展核能合作，利用中
国核能技术。阿中货币互换机制
对阿非常重要，阿方希望增加互换
额度，使人民币成为两国贸易结算
的主要货币。阿方希望中国汽车
和通信企业在阿建厂，欢迎中国企
业来阿开采钾、锂等矿产资源，也
希望中国更多进口阿根廷优质牛
肉、果蔬等产品。阿方愿意加强同
中国在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
织中的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拉美加强
合作将丰富南南合作内涵，产生积
极的国际影响。中方赞赏阿方对
中拉整体合作的支持，愿同包括阿
根廷在内的拉方一道，以中拉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为新起点，推动中
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更好造
福双方人民。

克里斯蒂娜赞同习近平对中
拉关系的看法，表示阿方将继续为
中拉合作作出贡献。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
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根廷
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元首还
见证了政治、经贸、金融、核能、文
化、卫生、司法、航天、电信、旅游等
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会晤
阿根廷总统

英议会下院批准
“三亲育子”技术


